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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快堆中子噪声技术，称为快堆中子喋声的热ft测量技术.导出了这

一技术的理论关系式.设计研制了一台适合于这种测量技术的集成组件数字廷迟符合时间分

析装置，建立了一个小型时搞分析系绩e 在DF-VI快中子零功率堆上验证并实际应用了这一

技术，证明该技术具有一些现有中子噪声方法所不具有的突出优点.

美罐词反应堆噪声反应性测量 扩散参数测量零功率堆实验



A NEW NEUTRON NOISE

TECHNIQUE FOR FAST

REACTORS一-THERMALIZATION

l\-IEASUREMENT TECHNIQUE

FOR THE NEUTRON NOISE

OF FAST REACTORS

Zhuo Fengguan Jin Manyi

Yao Shigui Su Zhuting

<Southwest Institute of Nuclear Reactor Engineering, Sichuan)

This p面庐r gives a new neutron noise technique for fast reactol'9,

which is known as thennalization measurement technique of the neutron

noise of fast reactors , The theoretical formulas of the technique were devel0庐d，

and a di ll:ital delayed coincidence time analyzer consisted cf TTL integrated

circuits was constru(.1ed to study this 忧chniq\le ， The technique has tested and

applie" practically at DF-VI fast zero power reactor , It was showed that the

provided technique in this work has a number of signifiωnt advantage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neutron noise methods published hefore ,



一、引 占
→
→
同目前已经发袤的各种堆中子噪声技术基本上均以分析'串发中子时间特性为基础 L2.

因此，当局于快堆领越时，时域方法要求分析设备的时间分辨小至纳秒缀，织或方法员IJ要求

设备的频宽大jI几百于莓，这些严格要求造成了诈务实际夜用上的困难.其次，对次临界度

测量来说，虽然这些理存方法中的双探测器技术具有对探测器效率要求低，结果不受中子源

程度变化的影响等优点，但是，除了使用2.1%臼源的堆中子噪声技术 r3 -5 以外，都存在对瞬

发空间诺波灵敏，需要对瞬发中子寿命的变化进行修正等缺点.使用·"cr 源的堆中子噪声

技术，虽然克服了用一般难噪声方法测定次临界度时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可以测定i系lk临界

度或停堆反应性，但是l61α源价格昂贵，不容易得到，并且当用于快堆领域时，对仪器设

备的要求同其它堆噪声方法一样严格.源精确技术(. - Ii 能够测定i菜次临界度，简单易行，

但其结果易受源强变化的影响.

从试图克服上述四唱主的目的出发，在们从快中子系绕瞬发中子裂变寇将续时间短、时间

密度，卜等基本特性出发，提出了一种新的快堆中子噪声测量技术，称为快堆中子噪声的热ft

测量技术.本文将描述这种技术的理论和为发展这种技术而设计研制的时域分析系统;~a iH在

DF-VI快中子零功率堆上验证和应用这一技术灼一些典型结果s 分析讨论该技术的主嗖优点.

二、一般考虑

考虑如图 1 所示的快中子系统.假设，

1. 堆内产生的裂变快申子经反射层或再生区泄漏到堆外中子探测器 2 或 3 周围的慢ft

介质内.慢ft介质与探测器组成，，*计数管'.

慢化介质的几何尺寸足够大，能将进入其中的

快中子充分慢化。因此中子在慢化介质内的行

为主要决定于慢化介质本身的材料和几何特

性，可用单速扩散方智来描述.

2. 在慢化介质与堆系统之间加热申子吸

收材料，使慢化介质内的热中子进入堆芯的几

率极小.因此堆内瞬发中子的时间特性由芯部

和反射层或再生区的材料与几何特性决定，可

用点堆理论近似描述.堆内的快中子自置于芯

部或反射层〈再生区〉的探测器 1 来探测.

3. 堆内幌友中子的哀减常做α》四"这里

(l.是长计数管内热巾子基波的衰减常数.对于

快堆系统， a为10'-10·s- I ，而在普通大小的

含氧慢化体{如水、石蜡等〉内， a.只有~

10'，较前者小几十jlI几千倍.所以一艘情况下这一假说总可以满足.

z

阁 1

I-f[;性区; 11-反射屋{戎再生院).



4. 堆肉'串发键在时间上豆不重叠.对于次路界快中子系统而言，这也是容易藕足的.

例如，对于一个中子源强度为S的次临界系统，在任何时刻稳定地存在于堆内的麟爱中于总

数的期望值".由下式决定s

S
饵· - lZ (1)

与 E 哎反比. ~号S为 10‘中予/骂. cz= 10·S-I. 则方喜(I)给出". =I(申子).可见在一个弱
源次监界快中f-系统中，瞬友中子键在时间上是很稀疏:.::~. •

由以上讨论可见，相对于长计数管内热申子的扩散哀疏而言，可以把堆内-个快中子链

的全部中子著成为一个在t~短时间内发出的巾子脉冲.因此，如果用部测器 1 输出的堆内快

中子信号，去打开一个"理想'时接分析系统的分析循环，而把堆外长计数管输出的热中子

信号送入分析系统理 fr相关分析，那么，这两个探测帮输出信号的互相关丽lie." ..仅川商:为

单侧热化互相关函数) .将会包含关于慢化介质扩散寥数反堆内麟发糟煎因子的信息，或者

更进一步，直接测量两个月主外长计数节输出的然中 F信号的互相关畸型lc ~..(T) (称为双侧

热ft互相关函童声〉也将可能获得上述有关信息.显然，这些测量也吁以转到频域进行.

三、单侧热化互相关函数ψ12 (τ)的理论推导

依照上述考虑，可以把豆相关函数'l'12(T)的测量简化成如图 2所示的模型.这里把堆

和探测器 1 垂成简单线性动态系统，而把长计数管番作一个复合线性动态系统，它由探测帮

2 和慢化体间个简单线性动态系统组成.

'手罩

?咱.

罐 中于回嗣在掩

因 2

时筒"目'

.、

'芋 ,
F(I)-在t时刻，堆内单位时间发生的裂变数，

h.( 1)-一一个在1=0时进入长计数管的中子被热化延迟到t时刻并在该时刻单位时间内

消失的几率，

刑。-一在t时刻，长计数管内单位时间内消失的中子数，

"'1-一探测器 1 的效率，

h ， (I)-探测器i (不包括慢化体〉吸收-个中子的脉冲响应函数(i =1，剖，

'1(1)-探测系统 l 的输出信号，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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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 5 )

Z.(r)-长计数管系镜输出的中子信号.

没堆内每发生一次裂变，进入到长计数管内的中子数为 ω'0 这叫个中子在探测器的慢

化体内慢ft成热中子，并因泄漏和慢f七介质及探测器 2 呐吸收，最终全部消失.假设叫个中

于中的任意一个被探测器 2吸收并输出一个申子信号的几率是ω" 于是，长计数智的效率，

叩堆内得发生一次裂变探测器 2 输出一个申子信号的几率是g

IV, =ID ， "ωa

利用祸积积分，可以写出下功l输入-输出关系s

1Il(…· Jh. (t-阳)')dA

"'(". Jι (A )F(t-A)dA

Z,(I) =向 J II,(t - (;)m«(;)电

=ω， Jh. (r，， )m(叫电

其中A和4都是很分时间变量，把方程(3) 代入(4) ，则育s

ι阳川〈们仰tη) =J呐ω j叭W

=Jιu

iXrf!.

(6)1I, (t-A)= 1I11 Jhl«(;)F(t-A-~炖
形式上可以看成是将探测棉 2 以长计数管的效率111.且不变更其响应直接探测堆内快中子时

该探测揭所输出的快中子信号.

按定义，堆内快中子信号 Y I (t)和堆外长计数管输出的热申子信号 %.0)的互相关函数

ψ1.(川是s

4



..u(τ) = E[，.(t)z.U+τ)]

这里E表示对时间取平均值.把方覆 (5) 代入( 7 ).可得s

....('r)=匠，川J '.(1川+'(-1削

因为JI望值，符E只作用于变量t. 所以，可以把方警(I) 重篝篝列，绘出z

....小

= Ji.(圳.('(-1灿

方窑式 (9) 中，

(7 )

(I)

(9)

，..(τ-1)=E[，.(t)，"U+τ-1)] (0)

形式上可以番成是在不变更探测器2 的响应并假定它的效率为叭的条件下，宫和探测器1

部探测堆内快中子时，它们的输出倍号的互相关函e. 不过，真相关间隔变量不是τ，而是

('(-1) .不难蕾出，方程式 (9) 是一个槽飘型，关系式，它表明，在形式上."'II(叶可

通过把两个探测器都探测堆内快中子时所得到的互相关函数a输入'到慢ft介质内进行"热

化'来得到.所以为了导出.....(叶的表达式，只需要计算方程(9)右边的裙飘It分就行

了.

与热中子在慢化介质内的扩散衰藏时间相比，我们不考虑堆内快中子进入慢化介质后的

慢化时间.如果推内快申子进入慢化介质延迟足够长的时间后再行测量，那么在长计数管内

基波将占支配地位.所以，一个在时间1 = 0时进入长计数管的中子，在1=0 时单位时间内消

失的几率儿。》为

h.(I)= J=e- (II)

这里，

1. = 1阳.=1月»1:.0 +L"B" 日，是馒化介质内的热中子平均寿命，

1:.~-慢化介质的热中子宏观吸收截面s

11--热申子的平均速度，

L-慢化介质的热中于扩散长度，

B"--馒化体的几何曲率.

关于«PII(叶的表达式巳有许多作者作了推导.这里我们利用H.Borlwa1dt的结果[9 ].

将文献[9 ]给出的点堆近似下的.，.μτ-1)表达式和方程。"代入方穆(9).完成枫分，

得

k!
1)1..(τ) = wlP -wIF +WIF-wID.a."'"n{~; _ n" 、[2ae-·.'-(a+a.)c…]

(2)

利用假设条件a»岛和关系式a= (1- k.)/I将上式简化，贝IJ得所要求的可I'I I('()tl'-J表达式，

5



...
9..(宫)If ="ap[w.p+...D.e.7τ 千hi嘈-....]Ie (1S)

这里，为了应用方便，方事。"的南边..1:了时簸分析系统的翁精闰圃k. 方誓(12)

和。"中，

1，-维系统的麟案中子精殖系撇，

D，-y(\I'-I)/铲，是Di\l'ft园子.

四、班倒热化互相关函数4»1I(叶的理论推导

与唱P..(吟的推导类似，我们可将互相关函....<吟的测量用固3所示筒'虞望表示.这

里两适的探测系统分别是置于推外的最计敷管2 和 3. 并僵定两者的延迟-消失凡事画鼓相

等，即

晶.，(1)=品..(1)=矗.(t) (If)

与关于9..("1')的裙，‘万瞿(9)相似，可以证明可梅...(功用如下褐飘飘分方程表

习毛，

φ"仲

其中，

CP..(Il):: JA.,(.&汕..(1+川"

利用方程 (14) 和(II) .容易证明

也.(阱 jar-'

(15)

(16)

(17)

方罄。目申的"..("1'-川是将探测嚣z 和 3 备以其长计数管的效率W，和11'，直接探测堆内快

申子时它们输出信号的互相关函数.所以，对于双倒热化测量来说，按照方程(I日，互相

关函数lII" (~)在形式上同样可以雹作是将堆内快申子信号的互相关函数"输入'到慢1t介

质内进行"热化扩展P 的结果.

将[9]点堆近似下的CP，.衍'川的表达式中给出的和方蟹。7)代入方窑(I日，完成

织分，有，

'1!
φ..(τ) ="'IP·""F+亏"，.P"，.D，lJ.;;;;;rt;;二 _I、.(加…+2ge-' .'] (18

由于11»11..，故上式申含有e…的项及分母中的叫项可以忽略，于是.

r t £.. ....

φ..(τ 〉航 =w.FLw ，F+专w，D，lJ.O:斗 ρle--.' J衍 (19)

与方程(13) -样，为了应用方便，我们也将方程。"的两边郁'腿上了分析系统的分析问

帽。τ.

6



比彼方雹(13) .. (1t) .巍的蕾蜀..t坠位直·美函"双筒'县也亘.美画'二者形

式相同，只是后者的相关..(徊美项屿.量》是曾霉的-丰.这Jk‘理上是不霉事"钩.

五、哩lJ(τ〉租·U('I)的特点与应用

1.方寝。"徊。"褒明.9u(叶114'u衍，与快推系统的属童中子囊‘"或院发

申子寿命无关.而冀捆芙量幅申，肆宣篝量舍的堆的定态"发蜻磕系at，/u - t，)阻外，真他

的量，町、 D.瓢G.均与堆状态无关.因此，可以通遥相关量恒的回量来商定攘的武‘界

度.

按照方tI (13) 租。9) .这种商量是很容易宴珑的.令

"
fH 川门 27-Ml禽，

A=/ r'

! I[ .~:~)l I[.~:~) -.，1']禽，

对于尊筒氢化测量，

(20)

对于J[倒集缸测量.

依暴方程 U抑或 (19) 完成现分，给出g

aptp
-
二

'··-av
啕z」U

h--
吨

A
(21)

这里，

j于D.n -e-·.、对于单侧热化测量，

(22)- (言w，D，←c-叫，对于震憾化测量·

是一个与堆的次临界度状态无关的、只依赖于艇计数管待性和分析循环时间T的常B. j壶熙

方程口的 ， A实际上是分析设备单位时间内所收集的.且对分析循环次'量和道宽归一位的

总相关符合计数.如果在缓发临界状态测得总相关符合计数率Ac ，

Ac = 咽<I -II) IIBI (23)

则由方程 (21)和 (23) , "T结出被测状态下堆的次临界度ρ为s

P=l-J王
如果刻度点不是临界状态，而是-个次临界度为民的~临界状态，鼻j容易证明s

p= I-J ~.口 -p.]

<2.)

(25)

这里A.是刻度状态下测得的且相关符合计敷事.方程(2日对于含在固有中子源的快维系

统，如快中子怀系统是特别有用的.

值得着亟指出的是，按照方程。ω 或 (2日进行次临界度测量，实质上是一种用双探

测部E相关技术实现的对堆的定态院发捕殖因子的直接测量.

Z. 可IfII('I)和4»..(付中的相关项褒藏常置'是长计数管内热申子基霞的篝减常敏a.，与堆

系统的状态无关.因此，若选择适当的申子探测器作为探测郡2 ，便可以忽略慢化介质内的

7



基被褒藏窜'与肇个挺计a管内的基撞褒莓'霞的幢小楚明，则可通过.U(T>!是~:IlI(d约

测量来测定僵化介质的集中子襄峰..--若对一组标准几何形糠的介质样品分翻翻得真相

应的-.. ..可按方瞿

_.=.E.U+L1B叮-cr (ZI)

确定慢化贪质的集中子扩散...J:式中. c是介质的扩散冷却系It.

3. 9u(T)和·u(-r)的时间相依稀性仅由-.决定.相对于雄肉快中乎信号的直相关函

数的时间相依'奇怪豪迈，这相当于挺快推系统望变中子的锢关时嗣同隔由撒秒量级政大到毫

钞范围.因此，测量9 11(T)或，..a(T)时，只要分析it备的时间分'这蜀'秒量童医就可以了，

徨窑.实现.

4. 缓董事雾状态下，且极美符合计数事Ac与堆的暴发申子有放份额'泊是-简单的关

系(%3) .因此，细果确定了*:计敷营的肇事...或Wa. ..可 a 墨方程(%3)来确定堆的缓

案中子有放份额IS.

六、关于信号本庇比和数据收集速度的讨论

信号本应比伽数据收集速度是画量一神堆噪声'技术的测量筒度和布放性的主雯标志.

1.令Q.租。.分冽袭示尊倒集化和反倒集化豆梅关测量的信号本应比.这里我们把信号

本应比定义为相关计a(或电流〉的峰值与非相关讶It<或电流》的平均值的比.依照方在

(13)租。9) .我们有E

i: IQ.=D 一一百
• (I -i,>I- '.F
I ~ l: I

Q. = ~D~I-;' -:ZA'·O-l,)Z·'.F

(%7>

(28)

方程口7>丰田口8) ;J坛明，在热ft互相关测量中，信号本底比与堆的麟发增殖因子的'y;方成

iE比，与萃的平均裂变率及慢化介厦内集中子的乎均寿命成反比，并且双倒&化的信号本应

比比单侧热化的信号本底比低一倍.

%.令C.和C.分别表示单侧热化和双侧热化互相关测量巾，，.佳时间内所航集的总相荒

计数.将方辱。"和(19) 右边的项自τ=0至τ= lID (梅当于时间分析嚣的循环时间 T»

O~I) 织分，我们得到 s

loS

=IIf,II1 .FD 一一士，"0 -I， γ

Ce=t川肌己tF

(29)

(30)

值得注意的是，然化互相夫测量的数据收集速度与世化体内然巾子的平地寿命无关.

3. 为 r说明问题，我们把热It互相关测量的信号本底比徊'锺收集速度与理想R制-0

技术 tl Ii 作一比钱.令Q.fnC仰II/b~R阳i-a实验中的fil号本廊比初'据收集造度， M'1a
I ~ i: I

Q= 2 D，(:工EJ-tF'43IF

s



~.

C: ..~..~P'D.士-鲁 A (3%)

(33)

上列方8中，. .，'1徊..~金属囊示衷.....帽画~宴撞中两个.测量的董事• E'是造行

....‘....实验时堆的平均.变事.

纪方理(!:")和白的分剔除眼方畏αu. 囊的得到雹

Q~ ZlF' I
b广 = I.E 丽工矗.>

ο. IF' I
Q"" I'p" (1-矗;)

(31)

因为在快维系统中， 1::::10-'-10-'.，对于通常大小的禽.僵化树....I.=IO-e句在锺左‘

界附近.1/0 -1， )':::10".所日，篝厦方恒式(33)鞠 (34) ，如果R.‘....实验鞠集化测量

的推功事相同， lJ!!tft测量的恒号本摩比将比R幅画....宴量‘大约E 个量蟹.层面实际上，

因为R饵，温-«实验中所挥榻的是堆内快中乎，一锺旬a亨奠篝涮嚣肇事.~化测量缸'多，

所以为了保证-定的'蟹囔集速度，不得不震离罐功率，孩便...画-«实量的信号本靡比甚

至比蛊缸测量更篝.

le方霍。"和 (30) 分崩除以方畏。2) ，鑫们得到.

C. ......F
i;- = ....百F

c. J..息"'F
C一 ""z玩玩F

对于单侧集缸测量. ".-"·n ...:>..'.....>叫，对于双筒集化测量， "，:>，，';或.，~如，，';

(i =2. 3, i =I , 2) ，所以，在凰"路唱技术御集化测量技术适用的绝大多'情况亨，即

使考虑到R帽问实肇申堆功辜被离这个因素，皇县It测量的最蟹收集速度俩'量高于Roai-a宴

羞.

七、在DF-VI快中子军功率堆上验证与应用的典型结果

1. 时罐*....…·

时峨分析系统如回4所示，是为研究刷发展鑫们所提出的这神快堆申子噪声集化测量技

术bt，R帽H技术等而设计建立的sH2.圈中虚鲸恒肉是竞;t而设计研割的集成组件'字延迟

符合时间分析装置的原理恒困E-82. 该笼罩的壶.设计使-e..·完全地'分析和储存探测

，信号序列申所包含的信息，保证相关肇幅测量的可寡性和精确度.漠1 绘出了谅.置的一

些主要性能参B.

分析系统具有两种中子饵测II. 一神由SZJ-2型正比.瓢KY-54四川型低囔声电流前披

组成. A植体il为.21 X .OODIDI". 另一种由两只并联的小型it帽正比曾鞠XJ'5.-001型前放

组成，;rl敏体I!约2 x t6 X200DIIII". 两种据楠'自镜的分"时间均为O.翻'左右.两年多的实际

应用表明，本为忻系统测画UUiI1，t徽的幅度初露但性Jf于2~，同一实验日内测量栩呆'旨制

'



SZ!-l

.隘'帽'c::=

固 4.1 .字.11符合时嗣分析..曲'盒.....

10

0.2-2.8 I1 S，以0.2或2X2" (II=O.l.·- ，7)的方式可选

好于5XI0-'/8b

<Ions
"::1个道宽

平均为二分之一个道宽

-19n.
-IOns

参数名称

道数

道宽

道宽与远远时闽稳定性

道位摆动与相邻逗间隙

起始逗死时间

循环起点摆动

起始与计数脉忡宽度

符合分辨时间

参 数 值

的精度和重复性在1-:>%左右.

2. .懂~瞌筒....

利用上述时域分析系统，在DF甲VI快申子零功率最置上对所提出的技术的理严与适用价

值进行了多方面的实验研究，实验的安排如图 5所示.

图 8 至因 9 给出了验证实验的一些典型结果.其申图 6 和 7 是用单侧热1t技术测得的两

组1v Il (τ}曲线随堆次l脂界度P的变化.困 8 是依方程。"计算得到的归-化总相关符合计

数率 A 与图 6 给出的实验值的比较.虽然回 7 申的曲线存在热申子高次谐波影响，但

仍可以得出与圈 a 同样的结果.图 9 比拔了用单.双侧热化技术测得的堆外石蜡层内热申子

的夜减特性，其中单侧热化测量的探测器 2 与图 7 所示的实验梅同.双侧热化测量的两路探

视j棉均与图 7所示实验中的长计数管相同，为了进行榈关振帽的比较，仔细调整了探测器

Z. 3 在石蜡层中的位置，以使它们的效率分别接近单侧热化测量两探测器的效率.利用圈

，中的敏据确定的堆外有蜡层内热申子的衰减常敬巳标在该回中.该图申的α.，悬利用文献

川 1J 给出的用脉冲源依术测得的石蜡扩散参.按方程(26) 计算的.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

10



因串 在DF-VI快中子零功率堆进行

热化测量的实验安排

1.堆芯. :.安全块. 3. ~，反射层.f.上

反'司层. &.石蜡层. 6. 石蜡样晶. T. 控制梅.8.

SZJ-2iE比霄. 9. ..小型涂唰臂.10. "'A田-Be

申于源. 11. 辆小型涂匍臂. 12. SU-2正比管.

...恤'但蜡SZI-l翻嚼"

骨髓SZI-t在铲ii.a遭

i1.I"~蛐β

噩噩时阁，，， =....s

awa"··
酌
飞
篝
立
·
·
草
帽
摩
辄
阜

11)21

'0 U II 13iI.
图6

(1)归一化息相关符合计数事 A的测量值在约 2%的实验误差范围内满足理论方程

(2日，证明可以利用热化测量技术很方便地测定堆的i*临界度.

(2 )对于一定材料和几何形状的慢化体，不论堆的次l脂界状态如何，qI'U(τ〉或φH(τ》

的衰减常数在约1 %fr.)测量误差内保持不变，证明wu(τ〉或~II(功的时间相依特性与堆状态

无关，只由慢{t体的材料和几何特性决定.

(3) 单、双侧热化技术都可用来稿确测量慢化介质内的热中子衰减常数.所得DF-VI

装置外石蜡层内的h与脉冲源技术的测量结果在2%以内符合.

(4)单、双侧热化测量的相关提幅之比近似等于2 ，与方程(13) 和(l9) 所预言的

一致.

( 5) 在实验申，一般用15-30分钟的数据收集时间，测量结果的统计误差就能小到

1-2%. U:.在DF-VI装置上进行Rossi-'a实验快得多.得到Ij，，¥)信号本底比为5-20，也比同样

条件下的Ross!-a实验高.

3. 次临界度测量的部分结果

如表 z所列，越用单侧热ft技术测得的，所用探测器类型与位量和固自所示实验相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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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通过逐步抽出堆内燃料元件来改变堆的次临界度.为了减小元件间的干涉效应，使被

抽元件的位置尽可能相互远离.表 2 右边栏内的数据是将周期法或数字逆动态技术 rll~l.

测得的元件反应性价值相加得到的.单根元件的反应降价值的误差约1 %.
分析表 2 中的徽据可见，当次临界度不大于几元时，热化技术的结果与经典方法符合很

好，当次临界度大于 10元时，热化技术的结果明显较大.但是考虑到实验已经证明 DF-VI装

置燃料元件间的干涉效应是正的【， .1 ，单根元件反应性价值简单叠加所得的次临界度健偏

小，所以热化技术的结果应更为准确.

表 2 给出的ρ误差是统计误差.实际测量表明，即使堆的次临界度大到 13元，只要 1 小

时左右的敏据收集时间就可以便结果的统计误差小到 -8%.

•. :a蝠..子r........ t1 • J

如表 3 和表 4 所列.测量中使用了五个石蜡样品，它们的几何曲事巴列在表 3 中.视~贵

样品 1 至 4 时，用厚1mm的错将样品包裹，置于 DF-VI装置芯部顶瑞.样晶 5 就是 DF-VI活

性区外侧的石蜡层〈图 5) •

为了便于比较，表 4 同时列出了文献[17]给出的用指数实验和脉冲源技术测量的结果.

该漠中的戴帽表明，热化技术所测得的结果与经典方法测得的经典结果符合得很好.

13



·.鼻魔测量副部份锺果寝 2

次临界度ρ 【 S)

周期法去烈宇逆动态技术

IZ24SSTBB"
-0.611

-0.875

-0.917

-1.165

-1.222

-1.528

-1.833

-3.808

-7.73

-9.63

单侧热化技术

-0.58土。.02

-0:'5士0.03

-0.90土0.01

-1.11土。.04

-1.188土0.016

-1.50土0.02

-1.12尘。.02

-3.87土。.07

-8.10土o. 量'

-13.7土1.1

序号

u. <XI0·s- l )

9.84士0.11

1.90土0.18

8.31士。.15

7.34土。.08

ι41士队的

苟蝠篝矗肉"中子..••阳的测量..暴

| 温度(l:) i
l14:1

12. 7

lu;i

.3
样品曲事 (Xl旷lem.- 1】

15.83

11.70

9.16

6.03

2.57

序号

•.••

,••••

A
喂
，
。

窑.....子 r...

l D·
(X 10'em'/s)

.4
2 日i 主献

'
热化技术 -13.5 0.'111 2.57~B'~15.'3 2.607士0.079 2.13土。.09 本文

指数实验 室温 。..90 - - 2.42土。.04 [16]

脉冲源 室温 。.1t0 4.5O<B<'4.7 2. 660土0.050 2.13土0.04 [16]

脉冲源 室温 0.89' - 2.639土0.08' 2.14土。.07 [16]

L (em)
梓品的B'

(Xl旷'em-')
酒量技术

论

理论及实验研究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快堆中子噪声热化测量技术'，对一般中子噪声方

法难以应用的中小型快堆系统是-项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堆中子噪声技术.和文献上发表的

各种堆中子噪声方法相比，该技术具有下要IJ-些突出优点.

1. 采用热化技术测定次临界度，不仅简单易行，而且更重要的，由于它本质上是脱开

堆的鹏发中子时间特性用互相关方法直镀测定堆内中子源的定态瞬发增殖因子，因此该技术

不仅具有一艇双探测椿互相关技术的优点，同时还策有源增殖方法的优点，并克服了后二者

的一些缺点.如能测深次临界度，结果不依赖于源强或位置的变化，无箭考虑瞬友中子寿命

变化的影响，对鹏发空间诺放不灵敏，对探测揭效率要求低等.还应强调指出的匙，由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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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II (T)和cz，u (T)与之有关的堆特性只是定态瞬发增殖因子，因此，对于存在双指数瞬发衰减

特性的快堆系统，如DF-VI装置及用不锈钢或t$!等强散射材料作反射层的快中子实验堆等，

i竞技术同样适用.这种情况下，它避免了使用-般中子噪声方法时所遇到的理论处理上和探

头布置方面的困难.已经获得的经验表明，采用这种技术在DF-VI装置上测量大到15元的次

临界度是不因难的.这是除了和m铜源的中子噪声方法以外其它堆噪声技术都很难作到的.

2. 利用这种热化噪声技术可在快中子零功率堆上直接测量慢化介质的热中子扩散参敛。

其测量精度与速度可与脉冲源技术相比.从而为扩散参数的测量提供了一种适用的新方法.

3. 对于Rossi咱技术;2够应用的绝大多数系统，热ft噪声技术的信号木底比与Rossi-a技

术大致相等，但其数据收集速度更快.

4. 这种热ft噪声技术用物理方法(即热化方法〉将快堆瞬发中子的相关间隔由微秒量

级放大到毫秒1在围，然后进行分析，因而大大降低了对探测报和分析设备的要求，避免了把

一段堆中子噪声技术用于快堆领域时，因对设备的时间响应要求严格而造成的技术困难。

由于11'II(川和φneT)的相关振幅与瞬发增强因子的平方成正比，因而使深次临界状态

下的数据收集速度受到限制.此外，对于大型快堆系统，因处于堆外的长计数管的效率相对

降低及堆内a值变，卜，将使热化技术的应用遇到l困难。

张玉山、许汉铭两同志曾仔细审阅了本文原码，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罗幡英、张映华、

寇顺学、车玉兰和徐变橡等同志参加了零功率堆的运行与检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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